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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民政事務專員
何麗嫦太平紳士

沙田民政事務專員獻詞

	 城鄉共融、鄉村建築與高廈毗鄰而立，為沙田區特色之一，而沙田區亦一

向是文藝薈萃的新市鎮。去年適逢沙田鄉事委員會舉辦「沙田九約十年一屆太

平清醮」，正好讓我們重新探索鄉村風俗的歷史文化涵義，思考如何更好地保

存我們珍貴的傳統文化資源。

	

				 	 	很高興再次邀請到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協助推行本年度的文化研究計

劃，而一群來自台山商會中學的高中同學亦參與其中。期望新一代青年人的參

與能為是次研究計劃帶來新視角，對文化傳承起更積極的作用。

					 	 	沙田文化藝術推廣委員會自 2013 年成立以來，不遺餘力肩負起推廣及保

存沙田區傳統文化這個意義重大的任務，至今共開展了三項鄉村文化研究項

目，為傳承沙田區歷史踏出重要一步。這實有賴楊文銳主席與推廣及研究工作

小組一眾成員的付出及努力，本人謹此向他們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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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田民政事務處於 2013 年 6 月成立了「沙田文化藝術推廣委員會」，	
以協助推廣沙田的文化藝術活動。委員會致力為沙田區居民提供更多參與文化	
藝術活動的機會，令社區生活更加豐富精彩。

	 未來，委員會將在社區舉辦更多不同類型的文化藝術活動，務求將文化	
藝術帶進社區。

沙田文化藝術推廣委員會簡介

主席的話

	 沙田文化藝術推廣委員會過去以「曾大屋」及「鄉村傳統食物」作主題，
為保存沙田四十八條鄉村的歷史文化出一分力。本年適逢「沙田九約十年一屆	
太平清醮」舉行，本會有幸能把如此盛事紀錄下來。

	 「沙田九約十年一屆太平清醮」歷史悠久，各種儀式及習俗均由年長一輩	
向後輩口耳相傳及親身教授才得以保留下來，年長一代的「傳」及年青一代的
「承」都相當重要。

	 委員會本年度繼續擔任兩代之間的橋樑，邀請了區內年青人－－台山商會	
中學的同學一同參與這研究計劃，希望透過年輕人的眼睛，向大家展示鄉村	
文化的不同面貌。

	 在此要感謝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一眾老師及同學們利用他們的創意及	
專業技巧，令公眾可以了解「沙田九約十年一屆太平清醮」獨有的特色及這	
盛事背後的小故事。

沙田文化藝術推廣委員會主席 
楊文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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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門代表

委員會架構

轄下工作小組增選成員名單

	 沙田民政事務專員何麗嫦太平紳士、沙田民政事務助理專員黃添培先生、
	 沙田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 ( 西 ) 溫少玲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高級經理 ( 新界東 ) 文化推廣曾美英女士、
	 沙田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主管 ( 青年活動 ) 容河偉先生

	 表演及活動工作小組
	 王虎生議員、呂志剛先生、郭浩景先生、陳啟邦先生、梁寶怡女士
	 導賞及教育工作小組
	 吳麗芬女士、林詩聰先生
	 推廣及研究工作小組
	 李德貴先生、曹虹教授、陸國燊先生、陸潤棠教授、羅醒楷先生

沙田文化藝術推廣委員會
主席：楊文銳先生

副主席暨導賞及
教育工作小組召集人
陳偉佳博士

副主席暨表演及
活動工作小組召集人
黃貴有先生

副主席暨推廣及
研究工作小組召集人
梁家輝議員

委員名單

	 方梓勳教授、陳俊熙先生、陳敏娟議員、
	 陳漢齡先生、孫燕華女士、莫錦貴議員 BBS、
	 黃戊娣女士 BBS,MH,JP、温依婷女士、
	 黃澤標先生MH、黃潔蓮女士、黃懿雯女士、
	 楊吉璽先生、鄭楚光先生MH、盧厚敏博士、
	 鄺韻儀女士



「太平清醮」
           福佑沙田

      2015 年 11 月下旬，沙田牛皮沙街遊樂場每天都傳出喧囂的鑼鼓聲，輪番出陣

的僧侶參神、盆菜大會、麒麟表演和醒獅獻瑞吸引了大批附近居民，就連移民英國

多年的沙田原居民鄭太一家，亦專程回港「湊熱鬧」。原來這正正是沙田十年一屆

的「大件事」──沙田九約太平清醮。

記者：錢凱彤  莊政嬴  盧嘉穎  黃倩茹  周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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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屆盛會由沙田鄉事委員會九約建醮

委員會主辦，於 11 月 23 日至 28 日在沙

田牛皮沙街遊樂場舉行。 23 日下午，民

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 SBS 太平紳士、

行政及立法會議成員葉劉淑儀 GBS 太平

紳士、行政及立法會議成員林健鋒 GBS

太平紳士、新界鄉議局主席劉業強太平紳

士、沙田民政事務專員何麗嫦太平紳士、

沙田區議會主席何厚祥 BBS，及沙田鄉

事委員會主席兼九約建醮委員會主席莫

錦貴 BBS 等主禮嘉賓到埸參加開幕典禮，

並與沙田一眾鄉紳進行啟壇建醮儀式。莫

錦貴致辭時說：「十分高興有不少非原居

民及年輕一代扶老攜幼參與這次盛事」，

「這次太平清醮的意義不止祈福頌經，更

是團結區內居民」。

        對於很多沙田原居民，太平清醮不只

是重現昔日的傳統習俗，更是一個情意

結。太平清醮就如他們的「十年之約」，

每次舉辦不僅吸引許多當地村民參加，不

少僑居海外的原居民還特地回港參與盛

會，並趁這個難得的機會與多年不見的親

友聯誼敍舊。

      鄭先生是沙田原居民，

與太太（左圖）已經舉家

移居英國多年，這次專程

回來參加太平清醮。鄭太

太說：「太平清醮是沙田的一個傳統，所

以會特意來參與，並借機會和香港的親朋

好友聚會，過完聖誕才回英國。」鄭太太

認為「這次醮會十分熱鬧，醮會第一天最

多節目，因為最有福氣的『好命公』亦在

當天坐轎出來同公眾見面」，而且「有

48 條村的人參加，所以她們最後一天才

會在會場和其他村民一起吃齋菜。」

       另一位由海外回流的原居民曾先生認

為，太平清醮「傳統應保留，畢竟十年才

（舉辦）一次」，他說：「現在所謂的鞭

炮也沒甚麼氣氛，他們用的是『炮花』而

已，也就再沒有香港文化了」，他們堅持

這個傳統活動「一定一定」要保留。

主禮嘉賓在開幕禮後進行上香儀式

從英返港憶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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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錦貴在開幕禮上說，「隨著沙田不

斷發展，人口不斷遷入，我們的太平清醮

也融合了更多的參與者。愈來愈多市民被

這種傳統文化吸引，大家走進醮場，走進

戲棚，去感受這氣氛，去了解這傳統。文

化需要傳承，才能讓傳統得以保留。」 

       今屆醮會二緣首、牛皮沙村村長廖國

球表示，「沙田太平清醮以前是為了消災

解難，但現在還加上一種讓村民共聚一堂

的情懷。很多幾十年不見的老同學、好朋

友，因為打醮而從外國回來，使大家得以

見面，很是難得」。

環保「大包」贈平安

       這次醮會除了保留傳統的迎神、誦

經、參神等活動，還配合社會變化增添了

新元素，派發平安包形狀的磁石以表平

安、環保之意正是其中之一。

    

      醮會頭幾天，大會現場時常出現一條

長長的人龍，這是大會向參加活動的民眾

免費派發傳統懷舊食品，例如茶粿、砵仔

糕、白糖糕等各式本土糕點。而今年最大

的特點是，過去派發的「平安包」變成了

平安包形的磁石，且拿到新潮「平安包」

的信眾都表示歡迎。

本年度太平清醮以平安形磁石作贈品

懷舊小食大受市民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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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錦貴解釋，「磁石大包很環保，能

夠完全避免因天氣和保存困難造成的浪

費」，而且「形式的改變並不阻礙傳統意

識的承傳，這反而更有意思，讓傳統和現

代結合，才成就今天的太平清醮。」

      莫錦貴很推崇傳統懷舊食品，他說現

在已開始組班教授懷舊糕點的製作方法，

希望有人傳承下去。對於傳統，他認為，

「最重要的是當中意義，只要酬神的目的

和意義仍在各人心中，時代改變、形式改

變亦無傷大雅。」

選址中心聚居民

     與往屆不同，今屆沙田九約太平清醮

首次選址在居民集中的沙田牛皮沙街遊樂

場舉辦，這也為醮會帶來新氣象。

      一名參與多屆太平清醮的牛皮沙村村

民指，「過去數屆醮會已經換過幾個不同

的地方。從前沙田的環境和現在很不同，

那時周圍都是空地，每十年會選擇一個新

的地方。所以過去每一次醮會選址，只要

是面積足夠大的地方，無論離居民遠近，

都有機會舉辦。但現在沙田發展速度很

快，寬闊的空地比以前少，所以今年才向

政府借用牛皮沙街遊樂場。」他特別強調

說，「這裡算是沙田的中心區，方便公眾

參與，可以吸引更多居民。」
懷舊小食大受市民歡迎

工作人員熱心派發糕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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醮會望吸引青年

      活動持續到最後一天，參與人數仍然

眾多，當中不乏年輕一代。一位曾居於沙

田、首次參加「打醮」的 19 歲少年表示，

他已經搬離沙田一段時間，因為想體驗這

個習俗、感受當中氣氛，故特地回來參與

盛會。他認為，這個活動「充滿歷史價

值」，而且能「讓人們祭祖」，「應該繼

續保留」，「並且傳承及推廣給下一代」。 

      在「打醮」中擔任「攬榜公」的曾培

穩認為，不論參與者信不信奉任何神明，

他們在醮會中與其他人認識和交流，也能

增進彼此的關係和融洽。沙田鄉事委員會

九約建醮委員會副主席李志麒亦表示，

「希望大家將太平清醮的傳統一直傳承下

去，年輕人多參與推廣這個盛事」。
不少原居沙田的年輕人陪長輩參加太平清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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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居民一家大小參與太平清醮

莫錦貴鼓勵更多
青年人參加太平清醮

     對於莫錦貴而

言， 沙 田 九 約 太

平清醮別具意義。

他 說， 過 去「 全

沙 田 不 分 你 我 去

打 醮 」 可 以 加 強

原居民間的凝聚力，現在希望太平清醮能

與時並進，聯繫沙田原居民及非原居民。

他寄望下一屆太平清醮可以辦得更加有聲

有色，用不同的活動吸引更多人參與，如

舉辦製作傳統茶粿的課堂等，以此吸引年

青人認識沙田的「本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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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神嘉年華」
沙田九約太平清醮

       說起香港的「太平清醮」，或許不少人會想到長洲的「搶包山」。其實，沙田

亦有舉行太平清醮的悠久歷史，每十年舉辦一屆，是為「沙田九約太平清醮」。

       據記載，從清朝光緒年間開始，沙田便會每十年舉辦一屆「沙田九約太平清醮」，

至今已經有超過一百年歷史。沙田鄉事委員會建醮委員會主席莫錦貴介紹，所謂「九

約」，是指由 9 個分區 48 條村組成的聯盟，包括大圍約、田心約、徑口約、排頭約、

隔田約、火炭約、沙田頭約、沙田圍約和小瀝源約。  因此，「沙田九約太平清醮」

實際上是由區內 9 個「約」聯合組織的「打醮」盛會。  「打醮」期間，神、佛、人

匯聚一堂，樂舞昇平，堪稱沙田的「人神嘉年華」。

酬神保沙田康寧

        沙田鄉事委員會建醮委員會委員廖國威介紹，相傳沙田太平清醮源於光緒元年，

即乙亥年（1875 年）的一場瘟疫。在當時少醫缺藥的情況下，手足無措的村民到沙

田車公廟請車公神像「巡村」，祈求車公為村民消災解難。不知是神跡顯現還是巧

合，車公「巡村」後疫症竟然奇跡般消失。從此，沙田的居民便承諾以後每十年舉

行一次太平清醮，以酬謝神恩並祈求合境平安。

       因為區內廟宇眾多，今天的沙田太平清醮已演變成集道教和佛教崇拜於一身的

民間祭祀慶典，區內幾乎所有寺廟、道觀都會被邀請在醮場內設壇參與盛會。莫錦

貴說：「根據習俗，舉行太平清醮其間所有村民必須齋戒，以前沙田菜市場更會配

合打醮，不售賣肉類。」但隨著時代和社會變化，齋戒的傳統已漸漸消失。

記者：錢凱彤  莊政嬴  盧嘉穎  麥嘉良  黃諾彤  



祭祀活動進行得如火如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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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五夜九晝連宵

        持續「四日五夜九晝連宵」的太平清醮是沙田居民的盛會，每屆大會都組織

十餘項通宵達旦的慶祝活動，包括迎神、誦經、神功戲、善男信女上香參神等，

當中最受矚目的是開幕儀式——啟壇解禳。儀式當天，受邀請的主禮嘉賓會在

吉時解開神壇前的紅色大綵球，然後上大香祈福，待所有信眾進入神壇拜祭後，

太平清醮才算正式開始。 

         啟壇後，醮會每天都輪番安排早朝、

揚旛、午朝、晚朝等各種祭祀活動，連

宵四日五夜九晝，拜神祈福不會停止。

莫錦貴說，「醮場內還設有安放村民祖

先牌位的大棚，每天都有佛教和道教團

體主持法事。其他善信亦可選擇自己信

奉的神像叩拜，祈求平安順利」。

      沙田的太平清醮不僅是神佛的聚會，

更是人的慶典。為酬謝神靈和娛樂善信，

醮會會邀請粵劇名伶在戲棚表演「神功

戲」，今年表演的劇目有《獅哮記》、《鳳

閣恩仇未了情》及《紫釵記》等，大受

街坊歡迎。

       參加醮會的善信不僅有戲看，還有

飯吃。醮會期間，大會還為報名參與「打

醮」的村民提供齋菜筵席。沙田很多原

居氏族、一家大小報名「打醮」、吃盆

菜，拜神祈福之餘還與族人聚會，是真

正的人神共樂。回港參加「打醮」的鄭

太太指「除了醮會吃齋菜，亦會在家煮

齋，全盛時期全沙田都吃齋。」 居民聚首一堂吃盆菜

觀眾們聚精會神地觀賞粵劇



「緣首」與「攬榜公」

        除了神佛和人，「打醮」還需要溝通天地的中介，「緣首」與「攬榜公」正是

太平清醮中必不可少的角色。

        「緣首」是代表全體村民在醮會中進行祭祀祈福的人，

謝義平（左圖）是本屆太平清醮的大緣首。莫錦貴介紹，

「自願報名擔任緣首的村民會在神面前拋擲筊杯，如擲出

勝杯（聖杯），就表示神靈悅納和認可。」以此方法一

共要選出 3 個「緣首」。 因為有神靈指派之意，村民

都認為擔任「緣首」會得到神靈特別眷顧，但他們

的工作並不簡單。在醮會中，「緣首」必需

跟隨道士參與各種功德法事，為村民

祈福。

       「攬榜公」是太平清醮中另一類有福之人。莫錦貴說，

「建醮前，活動組織者會在沙田 48 條村中選出『攬榜公』，

他們必須要是三代同堂、有男有女、兒孫媳婦齊全的有福

之人」。今年的「攬榜公」就有 8 個子女 9 個孫，是村

民眼中的有福之人。「攬榜公」將負責醮會中的「攬

榜」工作，即「攬」抱並張貼寫有善信及其家人

姓名的金榜名冊，代表村民祈福。 

勝
杯
（
聖
杯
）

金
榜
名
冊

謝義平認為，緣首責任重大，需得到神明認可。

「攬榜公」又名「好命公」，是公認的有福之人，
曾培穩（左圖）是今屆太平清醮的「攬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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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神崇拜 育德敬心

　　每屆沙田太平清醮都邀請

區內不同的宗教團體參加，包

括道教、佛教及傳統的車公，

在現場供奉多個神像讓信眾參

拜。對這種宗教兼容和多神崇拜

的現象，學者如何解讀呢？

       恒生管理學院助理教授黃沐恩博士認為，「這種拜祭模式

可視為『多神教』，道教是一個『多神教』, 例如『玉皇大帝』

丶『觀音』丶『菩薩』都可以拜。」他個人認為，中國社會

是能夠兼容多種宗教 , 例如在家庭內就算不同成員信奉不同的

宗教 , 但大家都不會有太大的衝突。他補充，「從儒學角度來

說，中國人對於宗教的看法在於該宗教能否導人向善。」

　　此外，黃沐恩認為這種拜祭的目的是

為了保存中國人「慎終追遠」的文化，「從

現今的角度去看 , 當然是希望先人可以保

佑你 , 但從儒學的角度去看 , 就不是希望

可以從先人得到甚麼 , 而是令後世的人可

以發展一些『孝德』, 去懷念先人以往

對你好的情意。」

 

   　他說，「所以先人能否保護你其

實並不重要 , 衍生出來的儀式例如燒金

銀衣紙在『儒』學中亦不太重要。最

重要是『敬』的心，引伸就是一種德育的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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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神山大人

左為侯大人 ; 右為車公



中學生眼中的太平清醮

	 我們剛到便進入戲棚中觀看粵劇，雖然出演到一半我們才進入觀看，劇情
內容都不是太明白，但依舊感受到傳統粵劇的特色和迷人。在談論和觀看中，
不知不覺已過了半個多小時，緊迫的時間下，我們帶著依依不捨離開了戲棚去
參觀沙田太平清醮的其他活動。

	 「九約太平清醮」對不少香港
市民而言，是一項既熟悉、又遙遠
的活動，熟悉是源於長洲的太平	
清醮活動，但當加入「沙田」、「九約」
等「新界元素」後，卻又是一番	
不同的理解和體會。今屆的太平	
清醮一如以往，除了期望辦好打醮、
拜神、盆菜宴，亦更加希望能透過
是次活動拉近原居民與社區的關係，
故活動會開放予區內居民，讓市民
一同參與，感受這項傳統活動的	
氣氛，認識它的傳統文化之美。

	 用行鄉這個儀式做例子，行鄉
是建醮的村落組織的遊行隊伍，	
同時會攜同神像拜訪村落民居和	
同盟民居。儀式舉行是由村民組成
的遊行隊伍帶著神像一家一家的
去拜訪民居，過程中會穿過大小	
村落。由於現在的城市發展，沙田
的很多村屋已經變成了屋邨，交通
運輸也和之前不同的了。所以行
鄉的過程就會妨礙了正常的交通	
運輸，由於不想妨礙沙田居民的日常
交通，行鄉儀式就沒有繼續舉行。

台山商會中學
中四級　陳琪琪

台山商會中學
中四級　陳希柏

台山商會中學
中四級　陳冠軒

工作人員為舞麒麟環節作最後準備。 台山商會中學的學生訪問
莫錦貴議員，了解太平清醮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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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		台山商會中學　
陳琪琪

拍攝		台山商會中學
黃德正老師



	 以前，當我們聽到舉行太平清醮，一定會聯想到長洲每年一度的習俗，	
但是其實除了長洲外，香港亦有其他地區舉行太平清醮，其中包括沙田。

	 目前香港約有四十條鄉約維持打醮的風俗。建醮有兩個主要的作用：一
是祈求建醮社區福祉、保境平安、許願酬還；二是重新確認社會關係和人群	
身份。而一次太平清醮由籌備到完成約花一年時間，通常在舉行前一年便需要
籌組「建醮委員會」或「醮務委員會」，負責統籌籌備直到醮會舉行期間的	
大小事務，組成成員往往是建醮社區的核心或掌權人士，一般亦會由鄉事委員
會或村公所成員兼任。舉行一次太平清醮的費用數以百萬計，而其中沙田九
約十年一屆太平清醮更透過沙田鄉事委員會獲得沙田區議會資助演出四天五夜	
九本戲的粵劇，而香港賽馬會及華人廟宇委員會等機構、團體亦有捐款。

	 所以香港舉辦太平清醮的地方以前都是鄉村地區，例如元朗、大嶼山、	
沙田等。不過現時隨著新市鎮的發展，其他地方的人遷入，使現時太平清醮	
不再只是原居民所參與的事，而且現在的太平清醮要在城市中舉辦有相當的	
困難，例如覓地、噪音問題等，而且部分地區一舉辦就是三至五日，所以有人
會對此表示不滿。

	 而且香港原居民的生活亦愈來愈城市化，年輕一輩對這些傳統習俗表示不
重視，令到這個香港傳統習俗其實可能逐漸被遺忘了。而今年的太平清醮，	
正好讓社區與傳統活動重新融合，負責今次活動的沙田鄉事委員會主席莫錦貴
歡迎市民參與，一同看戲、一同吃盆菜，並期望香港的年輕一輩能深入認識	
這項重要的本土文化。

台山商會中學
中四級　鄘宏昌太平清醮與社區發展

紙扎的神明公仔充滿威嚴，叫人望而生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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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  台山商會中學　
陳冠軒

 太平清醮是一項頗有歷史的活動，相傳太平清醮起源於清朝，起初是為了
祈福和驅逐瘟疫，經過長期的演變，香港的打醮形式和規模亦逐漸成形，並更
具本地特色。

　　沙田的「九約太平清醮」每十年舉辦一次，由籌備至完成需時一年，而 
太平清醮有兩個主要目的，其一是祈求建醮能促進社區福祉、祝福居民平安，
並酬還神恩；其二是重新確認社會關係和人的身份。

　　我認為太平清醮極應保留。首先，太平清醮是香港的一項特色、本土文化，
世世代代由上一輩承傳至新一代，背後蘊含濃厚的傳統文化，同時亦是老一輩
懷緬傳統的指定動作。踏入太平清醮活動內的戲棚，伶人用大家熟悉的語言，
配合傳統中樂的「叮叮」、「撐撐」聲，一拍一眼的演繹戲目。年輕一輩縱 
不必透切了解戲目的內容和背後的文化意義，但望著棚內老者的滿足的笑容、
專注的眼神，我就知道，這環境、這動作、這音樂，正就是他們年輩時的集體
回憶，亦讓我們從中了解上一輩的世界，認識扎根於他們一代的文化。

　　此外，太平清醮為市民提供減壓的活動。現代的香港都市人生活節奏 
急促、工作壓力大，下班後的消遣活動不多，難以放鬆壓力。而太平清醮歡迎
一家大小參與，年輕一輩既能陪伴長輩懷緬昔日舊情，亦能親身認識傳統。 
而負責太平清醮的沙田鄉事委員會主席莫錦貴先生指，他們歡迎居民一同吃 
盆菜宴，感受當中的喜慶，亦讓居民享受天倫之樂。

台山商會中學
中四級　葉証文太平清醮之我見

太平清醮其中一個目的是為居民祈福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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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及製作
恒生管理學院

傳播學院
錢凱彤    莊政嬴
盧嘉穎    麥嘉良

僧人繞場半周，到所屬祭壇祈福。

不少善信到壇前點香和求籤， 
祈求神明保祐。

伶人功架十足， 
配合樂器的節奏作精彩演出。

台山商會中學的學生訪問工作 
人員，了解他們今次活動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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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冠軒

拍攝  台山商會中學　
陳琪琪

拍攝  台山商會中學　
陳冠軒

拍攝  台山商會中學　
陳琪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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